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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车小黄车““黄了黄了””之后之后，，
看丹阳人的选择看丹阳人的选择

小汤 文/摄

“押金又退不了，我想着就继续骑
吧，结果从小区走出去好几百米，只看到
一辆没有车座的坏车。”我市OFO用户
刘洋向记者诉说了她的糟糕体验。曾几何时，
OFO小黄车是丹阳街头靓丽的风景，很多人以骑

车为一种时髦；时过境迁，OFO公司濒
临倒闭的现在，丹阳人怎样解决“最后
一公里”的出行？

6月19日，据央视新闻微
信号报道，天津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出具一份执行裁定
书，证实OFO名下已“无财
产”。对此，OFO方面称自己
并未破产，正在“全力自我造
血”。

但刘洋并没有感受到他
们“造血”的效果，她向记者提
供了一张退押金排队的截
图，图中显示她排到了 1183
万多位，而这个排队的前进
速度是一天1500人左右。刘
洋说：“我就乐观一点想，
OFO能保持退款速度，我自
己算了一下我大概要21年左
右才能拿到这199元，简直令
人又生气又好笑，太荒谬了。
我看到OFO的缓解办法是
让顾客把押金变成商城金
币，但他们的商城里并没有
我需要的东西，价钱也不是
非常便宜。”记者随后采访了
和刘洋一样被押金“套住”的

本市网友“咸人掌”，她表示对
退钱已经不抱希望了，但是
丹阳路面上很难找到可以正
常骑行的车，这一点还是很
让人恼火。她说：“我甚至看
到有些素质不高的人直接把
车抗走归为己有，也没人去
管管他们，由此可见这公司
真的已经没有在正常运作
了。”采访中，每一个因为押金
而不能完全放弃小黄车的用
户语气里都满是无奈。而路
边三三两两被废弃的小黄车
渐渐被荒草湮没的现象更是
令人感慨，“丹阳虽然没有大
城市那么恐怖的‘共享单车
坟场’，但这种微型的‘坟场’
并不罕见，真是眼看他起高
楼，眼看他楼塌了。”网友“看
淡风云”这样评论道。

针对这些现象，记者试
图联系OFO公司询问他们
在丹阳的运营现状，但官方
客服电话根本无人接听，发
向客服邮箱的邮件也全部石
沉大海。记者辗转联系上一
位据说在OFO工作的员工，
对方却表示自己早就离职
了。

“半死不活”的小黄车，
是一种无奈而尴尬的选择。

曾经被自由停放的小黄
车抢去风头的公共自行车，在
浪潮退去后却显示出了自身
的优势。虽然固定桩是一种
限制，但同时也是一种约束。
6月19日，记者去我市公共自
行车办卡处进行了采访，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这个季节气温
还不算太高，利于自行车出
行，全市公共自行车的日均使
用人数保持在五六千。工作
人员会对车辆进行定期维护
和全市范围内的调度。记者
从丹阳市公共自行车服务系
统官网得知，我市现有的223
个网点，每个存放容量在十几
辆到五十辆不等，广场、火车
站、公交站和居民小区周边的
网点容量会大一些。实时存
车系统显示，绝大多数网点都
有可用车辆。家住华南某小
区的网友“kikikiyo”就习惯使
用公共自行车。她说：“我平

时出门一般就是去金鹰或者
八佰伴那边，说远不太远，
说近也不能算近，公共自行
车一小时内免费，刚好完美
解决了我的问题。而且这是
政府项目，维护还是有保障
的。”

“OFO已经不行了，为什
么别的共享单车不进丹阳？”
这是很多网友共同的疑问。
市民丁先生告诉记者，春节的
时候他开车路过南三环路横
穿丹金溧漕河的引桥，看到桥
下整齐排列着蓝色的“哈啰单

车”，约有四五百辆，但是上周
去看已经没有了，他很疑惑这
些车去了哪里，更好奇“哈啰

单车”有没有入驻丹阳？其实
今年一月本报已经就此采访
过市城管局，城管局当时表示
哈啰出行在没有报备的情况
下便擅自投放车辆，后经沟通
已自行回收。OFO公司虽然
已经不如以往，但丹阳城市毕
竟比较小，目前路面上还是存
在一些小黄车，两个品牌一起
入驻必然会给城市管理造成
压力。

还是抢眼的黄色，代替
小黄车出现在丹阳街头的是
共享电动车“小蜜蜂”。更
快，更省力，“小蜜蜂”很快就
俘获了丹阳年轻人的心。记
者从蜜蜂出行相关负责人处
得知，目前丹阳每天有两千
多人使用“小蜜蜂”。在扫
码时就提醒用户这辆车的剩
余电量和预计可以行驶的距
离，划定合理的停车范围并

制定规则引导用户规范停车
……“小蜜蜂”做得可谓用
心，但很多市民还是提出了
自己的疑虑：“怎样防止未
成年骑车？能不能处罚违规
带人等行为？如果出了交通
事故蜜蜂出行公司是不是要
担责？”这些不仅是商家要
考虑的问题，更是使用人、
交管部门包括未成年人的监
护人和教育者要共同考虑的

问题。
其实比起这些，目前“蜜

蜂车站”以外的区域“小蜜蜂”
的乱停乱放才是最急需解决
的问题。本报近日就报道过
某学校附近非机动车道被“小
蜜蜂”占用的现象。记者查看
蜜蜂出行APP时发现，虽然

“小蜜蜂”的禁停区域已经被
划定，但“蜜蜂车站”以外的准
许停车区域并没有进行细分，
停在马路边上还是更合适的
人行道边或树下，全凭个人素
质。

“小蜜蜂”是市民喜欢和
需要的东西，但是关于它，我
们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一点
也不比共享自行车来得少。

小黄车“坟场”随处可见，
退押金理论上已排到20年后

公共自行车平稳运行，新单车品牌入驻尚需观望

“小蜜蜂”省时省力成新宠，但问题也不少

开发区一处小黄车开发区一处小黄车““坟场坟场””

路边的公共自行车路边的公共自行车

网点覆盖情况网点覆盖情况

被停在斑马线内的被停在斑马线内的““小蜜蜂小蜜蜂”” ““蜜蜂车站蜜蜂车站””空空如也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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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接
近尾声。每一年，几乎大半个影
视圈都聚齐在上海电影节，既是
对过去一年来行业发展的总结
交流，也是对未来行业走向的预
测和展望。从各类论坛、行业大
佬的发言以及各家公司的全新
片单发布，都可窥见中国电影接
下来的行业趋势。要说今年有
什么是最明显的新变化？那就
是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主旋律影
片以及展现对未来美好想象的
科幻片，必然成为最热门的类
型。

主旋律题材电影受关注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一批“献礼”题材及主旋律题材
商业大片在本届上海电影节受
到关注。

已经在主旋律商业大片率
先试水成功的博纳影业，宣布今
年将重磅打造“中国骄傲三部
曲”，推出《烈火英雄》《决胜时
刻》《中国机长》三部大片。

《烈火英雄》改编自鲍尔吉·
原野长篇报告文学《最深的水是
泪水》，展现消防员真实救火工
作，该片由陈国辉导演，黄晓明、
杜江、谭卓领衔主演，杨紫、欧豪
特别出演，将于今年 8月 1日建
军节上映。该片是首部大规模
聚焦中国消防官兵的现实主义
题材的影片，也是史无前例地将
火场营救呈现在大屏幕上。

《决胜时刻》则定档 9 月 12
日中秋档，这是博纳影业继《建
军大业》后推出的又一部史诗情
怀大片，由黄建新监制，宁海强
导演，何冀平编剧，演员阵容既
有老戏骨唐国强、刘劲、张涵予、
濮存昕，也有年轻演员黄景瑜、
王丽坤。

《中国机长》则是根据 2018
年 5月 14日四川航空 8633航班
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真实事件改

编，由刘伟强导演，张涵予饰演
英雄机长。

此外，吴京、章子怡主演的
《攀登者》聚焦的是 1960年中国
登山队向珠峰发起冲刺，完成了
世界首次北坡登顶这一不可能
的任务。李少红新片《解放了》
则把背景放在平津战役，透过战
争中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细腻
情感，将观众唤回当年的历史时
代。

除了传统影视公司，互联
网电影公司也不甘落后。腾讯
影业年度发布会都让主旋律影
视作品“打头阵”。今年更是一
口气发布了 15 个以“时代旋
律”为主题的影视项目。亮相
的电影包括关注海上救援力量
的《紧急救援》、陈凯歌担任总
导演的《我和我的祖国》；亮相
的9部剧集，既有《我们的西南
联大》这样反映民族精神的作
品，也有康洪雷新作《父亲的
草原母亲的河》，更有《奔腾年
代》这种以电力机车为背景的
献礼剧，还有首次聚焦司法工
作者的《黑色灯塔》，关注育儿
题材的家庭温情剧 《亲爱的，

你在哪里》，展现年轻人奋斗价
值的《正青春》等。

根据行业报告，腾讯影业是
参与主旋律影视项目最多的互
联网影视公司。在“时代旋律”
系列里有8部聚焦现实主义的剧
集，已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公布的两批百部重点电视剧
选题名单。腾讯影业首席执行
官程武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关注
有正向意义的现实题材。

科幻电影迎来关键节点

除了主流电影之外，科幻
电影也成为今年上海电影节的
热门词汇。

今年春节档，打响科幻电影
首响的《流浪地球》斩获 47亿元
票房收入，为国产科幻电影的复
兴迎来开门红。今年上海电影
节，《上海堡垒》《被光抓走的人》
《末日拯救》等悉数亮相。

猫眼研究院院长刘鹏在上
海电影节“电影·科技·未来
——科幻电影的想象空间”论
坛上表示，2019年是中国科幻
电影的关键年，含科幻标签的

国产电影票房将首次超过好莱
坞电影在中国的票房。《上海堡
垒》导演滕华涛则认为，随着
中国电影市场票房的持续走
高，低成本的喜剧和低成本的
爱情片，已无法满足观众的需
求，科幻电影走上关键节点。

虽然势头迅猛，但国产科
幻电影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
是工业化基础依然薄弱，在论
坛上，导演郭帆就以《流浪地
球》为例，在拍摄太空戏份时
就因为缺乏经验，导致吴京腿
部充血受伤：“在工业化不足的
时候，剧组是在拿人肉填补。”

滕华涛同样认为，国内科
幻片与好莱坞存在的差距并非
纯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创作
人员的差异巨大。

另一方面的困难来自文化
差异，国产科幻片的编剧如何
才能写出一个符合中国观众价
值观，同时还能引起他们情感
共鸣的故事，挑战巨大。《拓星
者》导演张小北认为，中国观
众看外国科幻片时，容易把注
意力放到视觉元素上，因为视
觉元素让人容易忽略文化差
异。但在看中国科幻电影时，
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中国观
众更熟悉，接受起来更没有障
碍，所以中国观众更倾向于看
演员的表演。

《盗梦空间》《星际穿越》
创意总监、导演保罗·J·富兰克
林对于这一点有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即便科幻电影以特效
著称，故事也依然是最重要
的，如果特效无法对故事产生
帮助，就是一种失职。在他看
来，很多科幻电影喜欢改编小
说，但这个转化过程很可能导致
观众和创作者过于关注原著，从
而无法给这个故事注入新的生
命和活力，也因此，他倡议创作
者要多写原创的科幻故事。

（综合）

下半年什么类型最热门？
献礼片！科幻片！

《中国机长》

6 月 17 日下午，曾轶可在
微博说自己在回国的时候，遭
到了北京首都机场人员的刁
难，而且她还把这名检查人员
的个人信息和照片都发到了网
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曾轶
可发出的九张没有打码的工作
人员的照片且配上吃瓜表情，
迅速都上了热搜的第一名。

后来北京的边检做出了回
应，说曾轶可在首都机场办理
入境手续的时候，因为不配合
脱帽进行面部对比，所以，安检
人员才会将她带到人工复核，
但是曾轶可爆粗口，所以才将
她带离了通道，而且在这个检
查期间，曾轶可两次近距离地
对执法的民警进行拍照。曾轶
可在网上随意地披露民警个人
信息和照片，已经构成了侵权
行为，他们将保留法律追究的
权利。

之后，曾轶可也对这件事
情做出了回应。她认为是因为
自己的言行不当，而且也愿意
对当时检查自己的边检警察说
一声对不起。虽然曾轶可在事

后也做了道歉，说愿意承担后
果，但是她的道歉很多网友都
不愿意买账，认为她是在通报
之后有压力才选择道歉，而且
她把这个边检民警的个人信息
发布到网上是什么意思呢？曾
轶可很快在小号否认自己骂
人，曾轶可透露她当时很配合
安检，是边检民警态度恶劣，对
她像对畜生一样，这才激怒了
她。

由于人民日报、央视等媒
体对曾轶可也进行了通报批

评，公司已经对她的工作全方
面地暂停了，在 21日晚播出的
《我是唱作人》第 11期节目中，
有曾轶可的相关镜头已经被剪
掉了，曾轶可疑被封杀。本来
在第11期正片内容中原本应该
有的歌手里面，钱正昊、郝云、
常石磊代表下半季唱作人与上
半季创作人梁博、热狗、曾轶可
展开对决，但是在最终的画面
里面，曾轶可的卡位卡片位置
并未显露。

（新娱）

曾轶可边检风波后疑被封杀
参加《唱作人》镜头全部被剪

由陈彤编剧，刘进执导，靳东
领衔主演，蓝盈莹、孙淳、田雨、刘
敏涛等主演，王鸥、袁泉、雷佳音
等友情出演的都市律政题材电视
剧《精英律师》正在北京拍摄。近
日，该剧曝光了一组人物定妆图，
由靳东领衔的律师团整齐亮相，
几位主演在剧中的关系和性格也
初露端倪。

此次曝光的角色，是清一色
的律所中坚力量，他们也是推动
情节主线的人物。领衔主演的靳
东在本剧中饰演了一位行业经验
丰富的合伙人律师罗槟。蓝盈莹
饰演的是实习律师戴曦。他们在
工作中时常分歧不断，后续发展
也值得期待。此外，刘敏涛和邬
君梅两大青衣同框亮相颇为惊
艳。《精英律师》通过单元式的故
事结构，令观众跟随律师的工作
和生活，清晰感受主人公的成长
和蜕变；另一方面也在形形色色
的案件中，带领观众紧跟热点话
题，感受人间冷暖，甚至发现自己
的影子。 （新娱）

《精英律师》
定妆照曝光
靳东领衔“律师团”整齐亮相

昨日，网曝 49岁的前中国国
脚郝海东和 45岁的羽毛球世界
冠军叶钊颖于 5月 8日在北京领
证结婚。两人曾一同相约打羽毛
球，在微博上也互动频繁，女方为
郝海东的儿子郝润泽庆生时也亲
切直呼“大儿子”，她还常常点赞
郝海东的微博，并转发了郝海东
参与青训活动的消息。

据悉，郝海东曾被誉为亚洲
第一前锋，叶钊颖曾两夺羽毛球
世锦赛女单冠军。（新娱）

郝海东叶钊颖
被曝已领证结婚

两人一同打羽毛球

谌龙王适娴
喜当爹娘

6月 22日，羽毛球奥运冠军
谌龙官宣自己当爸爸了，还晒出
了小宝宝的小手，配文：“宝宝：老
谌，加油！”同时@了妻子、羽毛球
世界冠军王适娴。

乒乓球奥运冠军许昕留言送
上祝福：“恭喜啊兄弟，还得恭喜
我同学一下，但是我酸了。”谌龙
回复：“你也加油啊！”（新体）

好莱坞华裔导演
温子仁订婚

美国时间 6月 22日，华裔导
演温子仁在社交平台宣布与女友
英格丽·比苏订婚的消息，他写
道：“与这个美丽、迷人的女人订
婚”。目前，关于两人举行婚礼的
消息还未公布。

温子仁是好莱坞著名华裔导
演，以执导低成本恐怖片《电锯惊
魂》系列而受到关注，在当今恐怖
片领域自成一派，还执导了《招
魂》系列、《潜伏》系列等成功恐怖
片，另外他还拍摄了《速度与激情
7》《海王》等商业大片。他的未婚
妻英格丽·比苏是一位演员，曾参
演过温子仁监制的恐怖片《修
女》。 （新娱）


